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區 職場名稱 獲得認證類別
1 高雄市 三民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鼎山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 健康啟動標章
3 高雄市 三民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愛河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 高雄市 三民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 高雄市 三民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緯城企業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6 高雄市 三民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商業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7 高雄市 三民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8 高雄市 三民區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通信分公司高雄營運處 健康促進標章
9 高雄市 三民區 利百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0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建工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澄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建興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坎城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4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察哈爾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6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高明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7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明哲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8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9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悅誠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0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鼎力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1 高雄市 大社區 萬美崙仁大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2 高雄市 大社區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健康促進標章
23 高雄市 大社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社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4 高雄市 大寮區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健康促進標章
25 高雄市 大寮區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健康促進標章
26 高雄市 大寮區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健康促進標章
27 高雄市 大寮區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健康啟動標章
28 高雄市 大寮區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健康促進標章
29 高雄市 大寮區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30 高雄市 大寮區 錦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錦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健康促進標章
31 高雄市 大寮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寮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2 高雄市 大寮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後庄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3 高雄市 大樹區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高雄給水廠 健康啟動標章
34 高雄市 大樹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義大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5 高雄市 小港區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 健康啟動標章
36 高雄市 小港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大益財經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37 高雄市 小港區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38 高雄市 小港區 盛餘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39 高雄市 小港區 遠龍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40 高雄市 小港區 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41 高雄市 小港區 中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2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糖公司小港廠 健康啟動標章
43 高雄市 小港區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酸鍍廠 健康促進標章
44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雄營業處高雄機場航油中心健康啟動標章
45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鳳山給水廠 健康啟動標章
46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7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宏平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8 高雄市 仁武區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 健康促進標章
49 高雄市 仁武區 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50 高雄市 仁武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仁武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51 高雄市 仁武區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健康啟動標章
52 高雄市 仁武區 台塑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營運二處 健康啟動標章
53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4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仁忠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5 高雄市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56 高雄市 左營區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資訊通信研究所-南區 健康促進標章
57 高雄市 左營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三民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58 高雄市 左營區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健康啟動標章
59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08年健康職場認證 高雄市通過名單



60 高雄市 左營區 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巨蛋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1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左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2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裕誠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3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自由三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4 高雄市 杉林區 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65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糖公司環保事業營運中心岡山垃圾焚化廠 健康啟動標章
66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7 高雄市 岡山區 安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8 高雄市 岡山區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熱軋廠 健康促進標章
69 高雄市 岡山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岡山第二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70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岡山服務所 健康啟動標章
71 高雄市 岡山區 空軍軍官學校 健康啟動標章
72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3 高雄市 林園區 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健康促進標章
74 高雄市 林園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75 高雄市 林園區 建佑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76 高雄市 林園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7 高雄市 阿蓮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路竹阿蓮區 健康啟動標章
78 高雄市 前金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79 高雄市 前金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中華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80 高雄市 前金區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1 高雄市 前鎮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2 高雄市 前鎮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光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3 高雄市 前鎮區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84 高雄市 前鎮區 佐茂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5 高雄市 前鎮區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三多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86 高雄市 前鎮區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87 高雄市 前鎮區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碼頭儲運站 健康啟動標章
88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一心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9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瑞隆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0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草衙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1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魯閣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2 高雄市 美濃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美濃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3 高雄市 苓雅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正第二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94 高雄市 苓雅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維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95 高雄市 苓雅區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96 高雄市 苓雅區 聯邦銀行苓雅分行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97 高雄市 苓雅區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管理處 健康啟動標章
98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9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建國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0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漢神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1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興中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2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武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3 高雄市 茄萣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路竹茄萣課 健康啟動標章
104 高雄市 新興區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05 高雄市 新興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新興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106 高雄市 新興區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_高雄中正分行 健康啟動標章
107 高雄市 新興區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08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9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六合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0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崛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1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南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2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六合發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3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六合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4 高雄市 楠梓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5 高雄市 楠梓區 華致資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6 高雄市 楠梓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左楠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117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18 高雄市 楠梓區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19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興勝半導體材料<股>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20 高雄市 楠梓區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南區轉運中心 健康促進標章



121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德民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2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德賢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3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楠梓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4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5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右昌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6 高雄市 路竹區 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7 高雄市 路竹區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路竹廠 健康促進標章
128 高雄市 路竹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銀行路竹分行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29 高雄市 路竹區 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0 高雄市 路竹區 鑫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31 高雄市 路竹區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2 高雄市 路竹區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路竹廠 健康促進標章
133 高雄市 路竹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路竹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4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國貨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5 高雄市 鼓山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36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友船舶貨物裝卸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7 高雄市 鼓山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健康促進標章
138 高雄市 鼓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瑞豐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9 高雄市 旗山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旗山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40 高雄市 旗山區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旗山營運所 健康啟動標章
141 高雄市 旗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旗山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42 高雄市 旗津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文橫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43 高雄市 旗津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旗津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44 高雄市 鳳山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45 高雄市 鳳山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46 高雄市 鳳山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光復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147 高雄市 鳳山區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高雄機廠 健康促進標章
148 高雄市 鳳山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經武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149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鳳松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0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1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2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3 高雄市 橋頭區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南部訓練中心 健康啟動標章
154 高雄市 橋頭區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55 高雄市 橋頭區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冷軋廠 健康促進標章
156 高雄市 橋頭區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 健康促進標章
157 高雄市 燕巢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健康啟動標章
158 高雄市 燕巢區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燕巢廠 健康啟動標章
159 高雄市 鹽埕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鹽埕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60 高雄市 鹽埕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華王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